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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 2016 年， 秘书学界广大同仁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为推动
秘书学的学科建设， 扩大秘书学的影响力， 提升
秘书学的专业地位， 作出了各自应有的贡献。 在
此， 对 2016 年秘书学界发生的大事作一梳理，
尽管可能挂一漏万， 但这既是对过去一年的回顾
和盘点， 也可藉此向社会传递秘书学界的声音，
期冀中国秘书学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1月
《中国公文学研究》 丛书全部书目出齐。 由

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公文文献研究室、 鲁东大学
公文文献研究中心专家学者和师生共同编撰的
《中国公文学研究》 丛书， 自 2014年开始由经济
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至 2016年 1月全部出齐。
该丛书包括《公文学的现状与展望》 （柳新华）、
《中国公文名篇赏析》 （苗枫林）、 《公文语言与
修辞》 （丁洪荣）、 《新编公文写作》 （王红
霞）、 《中国公文史学》 （张晓青）、 《电子公文
撰制》 （柳新华、 王东海、 董相志）、 《公文格
式规范》 （姜德照）、 《当代中国公文学》 （柳
新华、 徐艳华）、 《简明公文类编》 （徐艳华、
柳新华、 张玉禄） 等九部专著， 约 384万字。 这
套公文理论与公文实践紧密结合的著作， 堪称当
代公文学研究的扛鼎之作。

4月
20 日， 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举办的

“当好主力军、 践行新理念、 建功十三五” 中央
国家机关第三届公文写作技能大赛开始举行。
到 12 月中旬结束， 这次大赛共有 69 家部门推
荐的 2077 篇公文参赛， 经过集中评审， 最终评
选出各类公文一等奖 85 篇， 二等奖 165 篇， 三
等奖 253篇。

5月
27日至 29 日， 第六届全国商务秘书职业技

能大赛在唐山师范学院举行。 大赛由中国对外
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全国外经贸从业人员考
试中心、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国际商务教育
研究会联合主办， 全国商务秘书与行政助理专
家委员会和唐山师范学院承办。 大赛以“以赛

促教、 以赛促学、 以赛促交流、 以赛促就业、
以赛共进步” 为宗旨， 以深化秘书专业教育教
学改革， 全面提高秘书专业学生专业素养和职
业技能为目标， 吸引了来自全国 21 个省 （市）
51 所高校 65 支代表队共计 400 多名秘书专业师
生参赛。 竞赛项目有理论知识测试、 文案策划
与处理、 形象与口才展示、 秘书工作情境展示、
书法与电子速录、 才艺展示等。 经过激烈角逐，
最终唐山师范学院、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分获本
专科组最高奖项团体特等奖。

7月
20 日至 23 日， 全国高校秘书学专业建设

2016年研讨会在江苏盐城师范学院召开。 会议由
盐城师范学院、 杨剑宇教授工作室共同发起举
办， 来自全国 50余所本科高校的 83位专家学者
参加了会议， 共商秘书学专业发展大计。 在为期
三天的研讨会上， 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就秘书学的
专业建设进程、 教学方法、 专业实训、 学术研究
等问题献言献策。 此外， 还围绕秘书学专业核心
素养、 课程改革、 师资队伍建设、 培养模式创新
等问题作了深入交流与研讨。

20 日至 23 日， 全国首届秘书学专业人才培
养及教学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召开。 会
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培训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联合主办， 来自全国 75 所高校的 120 多
名代表参会。 会议邀请杨锋、 张同钦、 胡鸿杰、
石咏琦等专家学者先后发表主题演讲， 并围绕秘
书专业人才培养和教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25 日至 28 日，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学专
业委员会 2016 年学术年会暨全国高校秘书技能
大赛在荆州职业技术学院举办。 来自全国高校的
秘书学专业教师与参赛学员， 以及各行业秘书工
作者代表共 200 余人参加了学术年会和大赛活
动。 本届学术年会的主题是：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
届五中全会精神， 研究十三五期间高等院校如何
提升秘书学科建设水平， 培养高素质秘书人才。

29 日至 31 日， 全国商务秘书与行政助理专
家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暨秘书专业建设研讨会在
扬州大学召开。 会议围绕专委会工作安排及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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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技能大赛等展开对话和交流， 达成广泛共
识。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副会长、 全
国外经贸从业人员考试中心主任郑樑作了 《校行
企合作共建现代流通业秘书人才培养新模式》 专
题报告， 提出高校秘书专业要主动适应区域产业
发展， 积极推进秘书职业教育综合改革， 加大建
设“实践教学、 师资培训、 技能大赛、 技能鉴定
和社会服务” 五位一体实践教学基地力度， 着力
构建“双元主体＋教学企业＋职业证书” 的办学模
式。 会议还就全国商务秘书职业技能大赛竞赛项
目优化和评价标准改革、 秘书专业如何在新形势
下开展“双证制” 教育进行了充分讨论。

29日至 31日， 全国应用写作第 21届学术研
讨会在重庆举行。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应用写作研
究会主办， 重庆市应用写作学会承办。 来自全国
近 20个省市和地区、 100多所高校和单位的 120
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围绕如何适应“互联
网+” 时代下的应用写作， 如何培养“上岗即上
手” 的应用写作人才， 以及如何改革应用写作教
与学， 有效调动学生积极性等议题作了研讨。

10月
17日至 21 日， 第二期全国高校秘书学专业

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在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举
办。 秘书学专家、 上海外国语大学杨剑宇教授组
建专家团队授课， 讲授了秘书学专业的由来和现
状、 秘书实务教学法、 秘书写作教学法、 秘书实
训教学法等专题。

23日至 24日， 全国第四届文秘·速录职业技
能竞赛在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举行。 大赛由国
家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委员会秘书专业委员会指
导，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联合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速记专业委员会主办， 重庆城
市管理职业学院、 北京中鸿网络教育技术有限公
司、 北京速录科技有限公司及指南针速录集团共
同举办。 来自全国 50 多所院校的 358 名选手参
赛， 分别进行了文秘综合技能竞赛和速录综合技
能竞赛。 比赛期间还举行了文秘速录职业技术教
育研讨会， 就“互联网+” 背景下文秘专业的发
展思路、 校企合作助力打造现代文秘速录人才等
问题进行了讨论。

26 日至 27 日， 首届中国秘书学高峰论坛
（暨南峰会） 在暨南大学举办。 来自全国各地 19
所高校的秘书学专业负责人， 10 余位担任过省、
市、 部、 委办公厅领导职务的资深秘书学专家，
3家秘书学研究团体的领导， 两家企业的资深秘
书领导以及 4 家秘书学术刊物的负责人或代表
等共 60 余人出席了会议。 与会者就高校秘书学
学科建设、 学术刊物认定、 峰会持续机制、 秘
书工作的“器” 与“道” 等问题作了深入研讨

与交流。
11月

11日， 全国中职文秘专业教学联盟在北京成
立。 联盟由 2016 年全国中职文秘技能竞赛的 27
所参赛学校与 3家协办企业作为创始单位， 联合
行业协会、 企业和相关职业学校， 按照平等互
利、 资源共享、 合作共赢、 共谋发展原则组成自
愿联合体， 本着“全作、 发展、 共赢” 的宗旨，
共同努力推动中职文秘类专业的建设与发展。

25 日至 27 日， 第五届秘书教育合作发展
（重庆） 论坛暨全国商务秘书职业技能大赛评委
培训班在重庆科技学院举办。 来自全国 50 余所
院校的秘书专业负责人、 骨干教师近 90 人参加
了论坛和培训。 论坛承接 7月扬州会议精神， 重
点对 2017 年第七届全国商务秘书职业技能大赛
改革方案进行了解读， 经与会代表激烈讨论和充
分交流形成共识， 竞赛内容改革为秘书事务处理
模块 （秘书专项事务处理、 秘书综合事务处理）
和秘书工作情境展示（汇报情境展示、 自选情景
展示） 两大部分， 会后由专委会进一步完善。

12月
16日， 浙江省教育厅公布浙江省高校“十三

五” 优势专业建设项目，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文秘
专业入选。 此次浙江省高校共有 150个高职 （高
专） 专业获批优势专业建设， 验收通过后将授予
浙江省“十三五” 优势专业称号。 该项目虽然是
地方性“十三五” 优势专业建设项目， 但它标志
着秘书专业同样大有作为， 同样可以努力建设成
特色鲜明的一流优势专业， 对全国范围的秘书专
业建设影响巨大。

27 日至 29 日， 在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教育培训中心指导下， 全国“公务文案和商务
文案岗位能力证书项目高级研修会议” 在重庆师
范大学召开。

28日， 文秘教育群围绕“如何增强文秘专业
学生的专业 （职业） 认同感” 开展网上专题讨
论。 全国商务秘书与行政助理专家委员会以其日
常工作交流平台文秘教育群为阵地， 持续开展网
上专题讨论活动， 全年组织专题讨论 7次， 主题
分别为秘书专业如何开展第二课堂活动、 如何开
展校企合作、 如何增强学生的专业 （职业） 认同
感、 取消职业准入制度背景下如何进行双证教育
等。 该活动是全国商务秘书与行政助理专家委员
会开展的专业公益活动， 由秘书教育合作发展论
坛策划， 文秘教育群执行， 自 2013 年 9 月至今
已开展网上专题讨论 28 次， 团结了专业教师，
活跃了学术气氛， 受到同行的积极肯定。

（程林盛 王茂跃 何新国 金常德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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